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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感谢全市福彩销售点对福彩事业
的大力支持，元旦过后，市福彩中心启动
站点慰问工作，向奋战在一线的站点销
售人员送上了暖冬慰问。

本月上旬起，福彩中心书记、主任带

队走访了市区的部分电脑票投注站，向
站点销售员送去问候，通过交流互动进
一步了解了站点的运营情况。同时经
过中心的精心挑选、紧张筹备，830 份
装有香菇、红枣、洗衣液、洗发露等食品

和生活用品的慰问品，被一一分送到了各
个电脑票投注站、管配站、中福在线大厅、
直营厅。

销售员们纷纷表示，非常感谢中心的
关怀，这些慰问品让人觉得贴心、暖心。福

彩销售不仅是个人选择的一份职业，还是
奉献公益事业的一种善举，今后自己会继
续助力福彩事业实现良好发展，把更好的
服务带给彩民，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常福 燕军

常州福彩开展冬季站点慰问活动

上期答案：
1、双色球奖池资金用于支

付一等奖奖金。
2、中福在线销售实行全国

联网，共用一个奖池。
中奖号码：
无
本期题目：
1、1 月 13 日，双色球诞出

1.37 亿元巨奖，这是 2019 年双
色球中出的首个亿元巨奖，是双
色球史上第几个亿元巨奖？

2、“走近刮刮乐”活动正式

开启是在哪一年？
请编辑一条短信“答案+真

实姓名”发送至13813681097，前
5位两题均答对的读者将获得市
福彩中心提供的小礼品一份。

本期互动截止时间：1 月
21 日中午 12 点整。答案及中
奖手机号将于下期公布。中
奖者请于名单公布后一周内
携带发送短信的手机及有效
身份证件到指定地点领奖。

常武地区领奖地点：新北
区龙锦路1590号常州现代传媒
中心5号楼503室宣传研发部。

金坛、溧阳领奖地点：当地
民政局募办。

（福彩）福彩问答：2019.1.18

1 月 15 日下午，市福彩中心党支部召开 2018 年度专题民主生活
会，市民政局党委王莉书记亲临会场指导。

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的任务是：要求支部全体成员紧紧围绕强化
创新理论武装，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勇于担当作为，以求
真务实作风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会议首先由市福彩中心党支部书记通报会议前期的各项准备工
作，介绍了班子和个人对照检查情况，剖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指明了
今后整改努力的方向。班子成员和支部委员分别从“思想政治”“精神
状态”“工作作风”三大方面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王莉既肯定了会议主题明确、准备充分、剖析深刻，也指出了相互
批评间辣味不够的问题；既肯定了支部发挥领导力，带领常州福彩全年
销量跨越 12 亿元大关的成绩，也指出彩票工作在互联网+等方面创新
作为不够、方式方法不足的短板。同时，她结合福彩的具体业务工作，
希望常州福彩中心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注重政治建设，提
升服务能力；改进工作作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常州福彩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在全市“种好幸福树、建好明星
城”、全局“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工作中，发挥福彩的能量，全力增添
光彩度、体现公益度。 春娟

福彩中心党支部

召开2018年度专题民主生活会

近日，刮刮乐新票“积金至斗”面市。
该游戏的创意源自中国古典成语“积金至
斗”——堆积起来的金子能触到北斗星，比
喻积累的财富极多。层层的“金砖”触及

“金星”，构成了该游戏的主画面，点明了游
戏主题。

“积金至斗”彩票采用“金银卡纸”印
制，画面精美，寓意美好；玩法与主题契合
度高，中奖体验好，趣味性强。

该彩票面值 10 元，最高奖金 25 万元，
且低奖丰富，中奖面宽。游戏规则：刮开覆
盖膜，如果在成行、成列或成斜方向上出现
的数字全部相同，即可获得该方向所对应
的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常福

刮“积金至斗”
赢幸运大奖

“八仙过海”是中国流传最广的民间
传说之一。八仙分别为汉钟离、张果老、
韩湘子、铁拐李、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
与曹国舅。相传白云仙长有次在蓬莱仙
岛牡丹盛开时，邀请八仙和五圣共襄盛
举，回程时铁拐李建议不搭船而各自想办
法 渡 海 ，于 是 有 了“ 八 仙 过 海 ，各 显 神
通”。 随着福彩刮刮乐“八仙过海”登陆
龙城，彩民朋友就可在投注站里“各显神
通”啦。

“八 仙 过 海 ”彩 票 主 画 面 采 用 了 非
常流行的手绘插画风格，使这一传统题
材更为生动有趣。票面分单个人物形
象和群体人物活动的场景，结合传说发
源地的真实背景，将大家带到真实与虚
幻相融合的故事中。彩票全套共有十
个画面，人物栩栩如生，有一定的收藏
价值。

该彩票面值 10 元，奖级 9 级，头奖 30
万元。玩法上，采用八仙法器为图符，一
局游戏中两图符相同即中奖，刮出任意八
仙名字还可获得 100 元奖金，中奖奖金兼
中兼得。

常福

刮刮乐“八仙过海”
邀您“各显神通”

“己亥猪”生肖系列彩票已经上市，这个系
列是为庆祝“己亥猪年”而设计的三款生肖纪
念彩票，画面背景色均选用喜庆吉祥的红色，
使用招财进宝的小猪形象呼应主题，票面体现
了我国历史悠久的生肖文化，极具收藏价值。

“己亥猪”生肖系列彩票共设计了三款面
值生肖系列票，3个面值分别为：5元面值“己
亥猪-金猪银猪”，一等奖奖金10万元；10元
面值“己亥猪-福猪拱门”，一等奖奖金 25 万
元；20元面值“己亥猪-喜事连连”，一等奖奖
金 100 万元。三款面值生肖系列票，涵盖了
奖群丰富、奖面均衡、奖级合理的特点，适合
不同层次的彩民需求。

除了大奖奖金惊喜，还有金条、京东E卡
等暖心福利等着您：

福利一：截至10月31日，凡在所购三款生
肖系列票不中常规奖项的彩票中，刮出金条奖
符者，送猪年生肖金条1根，共计250根。

福利二：截至10月31日，购买的任1款面
值猪年生肖票，凡单张彩票中得500元者，送
价值400元的“京东E卡”，共计2508张。

常福

250根金条、2508张京东E卡暖心送

刮刮乐“己亥猪”
最高奖金100万元

俗 话 说“ 三 六 九 、往 上 走 ”。
自古以来，“三六九”就象征着顺
利，运势、财富、学业节节高。福
彩刮刮乐新品种“369”的构思就
源于此。

“369”彩票设计精美，工艺细
腻。彩票票面以数字 3、6、9 为主
图，整体设计醒目大方，流光溢彩，
寓意“走向人生巅峰”。印制上采用
闪耀的烫金工艺打造炫目的画面，
极具吸引力。

该彩票面值 20 元，共设 9 个奖
级、20 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 100
万元。游戏采用对数字玩法，符合
市场主流，搭配刮出“3、6、9”即可
直接中得对应奖金。

游戏规则：刮开覆盖膜，如果
任意一个“我的号码”与任意一个

“中奖号码”相同，即可获得该“我
的号码”下方所对应的奖金；如果
刮出数字“3”或“6”或“9”，即可获
得该数字下方所对应奖金。中奖
奖金兼中兼得。

常福

刮刮乐彩票“369”
携百万大奖炫目登场

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保、新华人寿5家
A 股上市险企日前披露保费数据。2018 年，5 家上市险企共
实现保费收入 2.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8％，新华人寿保费
收入创下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平安保费收入 7191.44 亿元，同
比增长 18.9％，其中平安人寿、平安财险、平安养老险和平安
健康险保费收入分别为 4468.85 亿元、2474.44 亿元、211.12
亿元、37.03 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保费收入分别为
4965.18亿元、3199.44亿元，同比增长4.6％、14.6％。

值得关注的是，在 2018 年寿险行业保费负增长的情况
下，上市寿险公司保费收入逆势增长。其中，中国人寿保费收
入 5362 亿元，同比增长 4.7％；新华人寿保费收入 1222.86 亿
元，同比增长11.9％，保费规模创历史新高。 据新华社

新华人寿保费创历史新高

去年上市险企保费平稳增长

17 日，A 股市场有所回调。相对主板股指，创业板指数
跌幅明显，超过1％。

当日，上证综指收报 2559.64 点，下跌 10.79 点，跌幅为
0.42％ 。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7470.36 点 ，跌 70.09 点 ，跌 幅 为
0.93％。创业板指数跌 1.25％至 1251.41 点。中小板指数跌
0.88％，以4850.20点收盘。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有 737 只交易品种收涨，2807
只交易品种收跌。不计算ST个股，两市逾30只个股涨停。

据新华社

创业板指数跌逾1％

A股市场有所回调

上证综指 2559.64 -10.79 -0.42％
深证成指 7470.36 -70.09 -0.93％

随着 A 股上市公司 2018 年度业绩预
告的陆续披露，业绩出现大幅亏损、增速大
幅下降以及向下修正的公司开始增多。

近三成个股业绩预忧
统计显示，两市有1361只个股披露了

去年业绩预告，其中 393 股业绩预忧(包括
预减、续亏、首亏、略减)，占比为28.88%。

行业分布显示，上述 393 只个股广泛
分布于申万 26 个一级行业，其中机械设
备、化工和电气设备个股相对较多，分别有
45只、34只和31只，传媒和电子行业均有
28只个股入围。

42股亏损超亿元
从预告净利润上限来看，已披露业绩

预告的个股中，42 股全年亏损过亿元，其
中中兴通讯、宁波东力、*ST 华信、雏鹰农
牧等8股亏损金额超10亿元。

中兴通讯预计去年最低亏损金额为
62 亿元，亏损金额暂居榜首。公司预计
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
损 62 亿元至 72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35.72%至 257.61%；基本每股亏损 1.48
元至1.72元。

宁波动力预计去年最低亏损金额24.5
亿元，亏损金额暂居第二。公司预计2018
年亏损 24.5 亿元至 26.5 亿元，公司上年盈
利 1.59 亿元。公告显示，由于年富供应链
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将不再纳入宁波东

力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公司已全额计提年
富供应链商誉减值 17.17 亿元，而其存在
的 7.24 亿元超额亏损将在 2018 年年度合
并报表中予以转回。

42 只个股中，*ST 华泽、时代万恒、万

家乐、步森股份、方正电机5股为开年以来披
露的 2018 年业绩预告。除*ST 华泽处于停
牌状态，其他 4 股在业绩预告当天股价均有
所下跌。如方正电机公告全年预计亏损 3.3
亿元至4.1亿元后，股价当日下跌8.64%。

24股净利润降幅超70%
从预告净利润变动上限来看，有24股全

年净利润预计下降幅度超过 70%(已剔除业
绩预告类型为首亏和续亏的个股)。

如索菱股份表示因市场不景气，销售收
入下降，预计 2018 年净利润约 500 万元至
2500 万元，同比下降 82.42%至 96.48%，预
告当日股价大跌9.28%。

5股业绩向下修正
两市已有逾 20 股披露了 2018 年业绩

预告修正公告，其中方正电机、大庆华科、常
铝股份、中捷资源、焦点科技 5 股业绩向下
修正。

如中捷资源曾在 2018 年三季报中首次
披露了全年业绩预告，预计公司 2018 年度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净利润变
动区间为 1000 万元至 4000 万元。但公司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显示，2018 年净利润预
计亏损 3800 万元至 8000 万元，业绩变脸的
主要原因之一是 2018 年第四季度起，下游
服装企业增长速度减缓，造成对工业缝纫机
的需求下降，致使公司工业缝纫机销量较预
期下降。该股发布业绩修正公告后首个交
易日股价跌停。

摘自《证券时报》

近三成业绩预忧

1361股披露年度业绩预告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 17 日表
示，2018年中国债券市场外资净流入规模
约1000亿美元，占新兴市场流入外资规模
的 80％。人民银行将借鉴债券市场国际
投资规则，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相关安排，
使投资环境更加便利和友好。

“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产品不断创

新，活跃度和流动性接近国际主流债券市
场水平，市场参与者队伍发展壮大、类型不
断丰富。”潘功胜在 17 日举办的中国债券
市场国际论坛上介绍，截至去年末，我国债
券市场余额为86万亿元人民币，银行间债
券市场投资者接近2.5万家。

潘功胜表示，在推进债券市场制度建
设、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我国债券市场不
断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一方面，激励境外
机构到中国债券市场发行熊猫债。另一方
面，便利境外机构到中国债券市场投资和

配置人民币债券资产。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末，银行间市场

熊猫债累计发行 1980.6 亿元人民币；中国债
券市场的境外投资者达 1186 家，持债规模
1.73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债券通”下的境外
机构投资者505家，持债规模约1800亿元人
民币。

潘功胜介绍，为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中
国债券市场，监管部门不断放松市场准入，扩
大投资者范围，取消额度限制，丰富风险对冲
工具，拓宽投资渠道。目前，国际三大评级机

构均已在我国设立法律实体，越来越多的国
际债券指数纳入中国市场。

“截至 2018 年末，境外投资者在中国银
行间市场的持债规模占比为2.3％，持有国债
规模占比为8.1％，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潘功
胜表示，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借鉴国际经验，在

“债券通”的基础上，推动形成我国境内多级
托管制度安排，完善做市商制度，进一步开放
信用评级行业，推进债券中央存管机构互联
互通，适时全面放开回购交易等，加快推进债
券市场对外开放。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2018年——

上千亿美元外资流入我国债券市场


